
Port of Suao 

Environmental 
Report 

     2017 

蘇澳港環境報告書 



 
 
 
 
 
 
 
 
 
 
 
 
 
總  編  輯：林素如 
執行編輯：林以明 
排版設計：翁立馨 
空拍攝影：陳敏明 
審        定：林瑞才、林健明、陳國棟、林以明、林秋瑾、翁立馨 
 
出版單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0441高雄市蓬萊路10號 
電話：886-7-5219000 
 

蘇澳港環境報告書 

Port of Suao 

Environmental 
Report 

蘇澳港環境報告書工作團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蘇澳港營運處：林素如主任秘書、林健明資深處長、           
                                                                    陳國棟資深副處長、林以明經理、 
                                                                    翁立馨助理技術員 

  
指        導：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劭良執行副總經理、勞安處張維鍵資深處長、

蔡淑慧督導、  張玉婷助理工程師 

本環境報告書內容展現蘇澳港於2015年至2016年，在環境議題上的表現成果，及未來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分公司發展蘇澳港綠色港埠之環境政策、目標承諾及相關行動方案。 

 
 

若您針對本報告書內有任何需要提供進一步的訊息，請和我們連繫: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 
 27046宜蘭縣蘇澳鎮港區1號3樓 



 
 
 
 
 
 
 
 
 
 
 
 
 
總  編  輯：林素如 
執行編輯：林以明 
排版設計：翁立馨 
空拍攝影：陳敏明 
審        定：林瑞才、林健明、陳國棟、林以明、林秋瑾、翁立馨 
 
出版單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0441高雄市蓬萊路10號 
電話：886-7-5219000 
 

蘇澳港環境報告書 

Port of Suao 

Environmental 
Report 

蘇澳港環境報告書工作團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蘇澳港營運處：林素如主任秘書、林健明資深處長、           
                                                                    陳國棟資深副處長、林以明經理、 
                                                                    翁立馨助理技術員 

  
指        導：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劭良執行副總經理、勞安處張維鍵資深處長、

蔡淑慧督導、  張玉婷助理工程師 

本環境報告書內容展現蘇澳港於2015年至2016年，在環境議題上的表現成果，及未來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分公司發展蘇澳港綠色港埠之環境政策、目標承諾及相關行動方案。 

 
 

若您針對本報告書內有任何需要提供進一步的訊息，請和我們連繫: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 
 27046宜蘭縣蘇澳鎮港區1號3樓 



CONTENTS 

目錄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政策 / 01 

基隆港務分公司環境政策 / 02 

蘇澳港環境目標/03 

董事長的話 / 04 

總經理的話 / 06 

蘇澳港背景介紹 / 08 

蘇澳港環境管理 / 14 

環境狀況 / 20 

緊急應變 / 44 

創新與合作 / 50 

培訓 / 60 

溝通和出版物 / 64 

綠色統計 / 70 

未來展望 / 76 



CONTENTS 

目錄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政策 / 01 

基隆港務分公司環境政策 / 02 

蘇澳港環境目標/03 

董事長的話 / 04 

總經理的話 / 06 

蘇澳港背景介紹 / 08 

蘇澳港環境管理 / 14 

環境狀況 / 20 

緊急應變 / 44 

創新與合作 / 50 

培訓 / 60 

溝通和出版物 / 64 

綠色統計 / 70 

未來展望 / 76 



-1- 



-1- 



-3- -2- 



-3--2-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01/ 
董事長、總經理的話 

Message from TIPC 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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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話 

臺灣港務公司秉持承諾，致力於提升港埠設施、改善港口軟硬體條件、
活化港區土地、加強污染防治，近年來更積極參與港口環境管理之國際
認證制度，讓臺灣港群之環境績效獲得認可，並與全世界港口連結，以
落實「生態港」與「綠色港灣」理念。 
 
港口永續發展是臺灣港務公司立業之根本，我們相信長期的營運與成功
必須同時考量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面的進步，背負著為港區業者創造
最優質投資環境，以及為港口周邊居民打造更宜人的生活環境的使命。 
 
本公司未來將持續與航商、港區業者、鄰近居民、地方政府溝通合作，
期盼與政府機關、城市居民攜手建設心目中美好的國際綠色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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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Port of Keel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的話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的話 

隨著全球永續發展脈絡上，經營「低碳」、「永續願景」已成為企業的
核心價值，臺灣港務公司引導永續發展策略之擬訂，期望在有限的企業
及人力資源，以永續發展為基礎，針對綠色港口、企業環保責任、永續
經營等諸多環境議題琢磨成長，創造永續契機，提升港埠環境品質，帶
動港市永續發展的目的，成為國際永續港口之標竿企業。 
 
蘇澳港發展藍圖以疏運蘭陽地區散雜貨進出口及客運觀光遊憩功能港口
發展為導向，配合宜蘭縣政府推動蘇南驛站計畫，整合南方澳及港口資
源，設置多功能複合式轉運站、有效運用港區土地開放招商，開發現代
化觀光碼頭區域，作為商港轉型觀光及經濟水岸港口之契機。除發展貨
運及客運觀光外，亦盡力減輕港口營運所造成之環境衝擊，針對環境資
源管理作為綠色永續發展的一環，設置生態水池有效運用水資源，廣納
綠能產業合作發展，期望透過生態港認證過程營造國際參與綠色永續建
構友善環境之目標。 

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面對海洋環境品質變化以及全球氣候變遷，船舶作業可能造成污染問題
與國際海運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已備受各界關注。臺灣港務公司身為全
球先進港口經營者之一，不僅在港灣設施設計中加入氣候風險考量，也
積極建立環境管理制度並對外公開港區相關環境資訊。 
 
環境政策係港口環境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以減輕港口作業及開發所造
成之環境衝擊為目標，臺灣各國際商港在臺灣港務公司努力下，高雄港、
基隆港、臺中港、花蓮港與臺北港已獲得歐洲生態港認證，蘇澳港與安
平港將接續於今(106)年完成申請作業，成為全球生態港網絡之一員。 
 
臺灣作為亞太地區航運重要樞紐，港口肩負促進國際貿易及航運發展之
重任，臺灣港務公司持續提供海運產業更好的服務，並使港口與所在城
市能共存共榮、合作發展，我們全體工作夥伴將為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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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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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港口背景 

港口位置與港口面積 

蘇澳港位於臺灣東北部，
雄踞在蘭陽平原的蘇澳
灣內，北距基隆港50海
浬，南距花蓮港40海浬，
北迴鐵路直達台北和花
蓮，另有另有國道5號、
臺9公路濱海公路分別通
往台北和基隆，水域面
積278.55萬平方公尺，
陸域面積127.08萬平方
公尺。 

法律地位與港口經營者 

我國為推動現代化商港管理體
制改革，2011年11月9日公布
「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
條例」，2011年12月28日商
港法修正通過，於2012年3月
起航港體制採「政企分離」作
法，由過去的公營機關轉型為
國營事業機構，將原分屬於基
隆港務局、臺中港務局、高雄
港務局及花蓮港務局的港務經
營，合併為一家公司的營運 

>>蘇澳港平面圖 

擁有13座碼頭，共長2610
公尺。 
港區對外聯絡道路方面，
由蘇澳鎮特一號公路及蘭
陽第二隧道聯絡方便，使
貨物運輸更順暢，提供航
商貨主更便捷的服務，因
此蘇澳港是基隆港的最佳
輔助港，更帶動蘭陽地區
的經濟繁榮。 

體制（即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以解決過去各商港經
營因受到法律和體制制約，缺
乏應變市場能力，導致競爭力
下降的問題。基隆港務局改制
後，蘇澳港之港埠經營相關業
務由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
運處負責，港區內航政及管理
事項涉及公權力則由交通部航
港局北部航務中心蘇澳航港科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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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行政大樓夜景 

蘇澳港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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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於2015年及2016年之主要進港貨物為礦產品，其次為化學
或有關工業產品、卑金屬及其製品；主要出港貨物為化學或有關工
業產品，其次為礦產品、卑金屬及其製品。 

蘇澳港商港區碼頭共13
座，分為港勤船碼頭1座
和營運碼頭12座（包括
散雜貨碼頭6座、煤碼頭
1座、油品碼頭1座、水
泥碼頭2座、化學品碼頭
2座） 

運輸貨物以散貨為主，港
內商業活動包括貨物集散、
造船維修、遊艇碼頭/休閒
及ㄧ般製造。 

主要商業活動 主要貨物 

>>蘇澳港主要商業活動及貨物裝卸 

業務項目 2015年 2016年 
2015年及2016年比較增減 

實數 % 

進出港船舶 
總艘次(次) 1,205 1,146 -59 -5.15 

總噸位(噸) 14,105,063 14,399,618 294,555 2.05 

貨物 
吞吐量 

進口貨(公噸) 3,232,589 2,809, 469 -423,120 -15.06 

出口貨(公噸) 114,448 273,028 158,580 58.08 

國內貨物(公噸) 1,513,191 1,765,391  252,200 14.29 

總計(公噸) 4,890,228 4,847,888  -42,340 -0.87 

進出港 
旅客人數 

  
旅客人數(人次) 95,795 88,984 -6,811 -7.65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國外進港主要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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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 

貨物集散(砂、礫)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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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散貨 液體散貨(非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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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種類(公噸) 2015年 2016年 
2015年及2016年比較 

實數 % 

礦產品 12,149,311  13,412,453  1,263,142  10%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801,621  960,755  159,134  20% 

卑金屬及其製品 355,412  588,130  232,718  65% 

貨物種類(公噸) 2015年 2016年 
2015年及2016年比較 

實數 %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74,957  90,385  15,428  21% 

礦產品 56,360  78,587  22,227  39% 

卑金屬及其製品 12,515  97,836  85,321  682%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國外出港主要貨物 



蘇澳港於2015年及2016年之主要進港貨物為礦產品，其次為化學
或有關工業產品、卑金屬及其製品；主要出港貨物為化學或有關工
業產品，其次為礦產品、卑金屬及其製品。 

蘇澳港商港區碼頭共13
座，分為港勤船碼頭1座
和營運碼頭12座（包括
散雜貨碼頭6座、煤碼頭
1座、油品碼頭1座、水
泥碼頭2座、化學品碼頭
2座） 

運輸貨物以散貨為主，港
內商業活動包括貨物集散、
造船維修、遊艇碼頭/休閒
及ㄧ般製造。 

主要商業活動 主要貨物 

>>蘇澳港主要商業活動及貨物裝卸 

業務項目 2015年 2016年 
2015年及2016年比較增減 

實數 % 

進出港船舶 
總艘次(次) 1,205 1,146 -59 -5.15 

總噸位(噸) 14,105,063 14,399,618 294,555 2.05 

貨物 
吞吐量 

進口貨(公噸) 3,232,589 2,809, 469 -423,120 -15.06 

出口貨(公噸) 114,448 273,028 158,580 58.08 

國內貨物(公噸) 1,513,191 1,765,391  252,200 14.29 

總計(公噸) 4,890,228 4,847,888  -42,340 -0.87 

進出港 
旅客人數 

  
旅客人數(人次) 95,795 88,984 -6,811 -7.65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國外進港主要貨物 

>>蘇澳港2015至2016年業務統計表 

02/ 
港口背景 

-13- -12- 

商業活動 

貨物集散(砂、礫) 維修 

遊艇碼頭/休閒 一般製造業 

貨物裝卸 

乾散貨 液體散貨(非石油) 

石油 普通貨物 

蘇澳港進口散裝貨物 

貨物種類(公噸) 2015年 2016年 
2015年及2016年比較 

實數 % 

礦產品 12,149,311  13,412,453  1,263,142  10%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801,621  960,755  159,134  20% 

卑金屬及其製品 355,412  588,130  232,718  65% 

貨物種類(公噸) 2015年 2016年 
2015年及2016年比較 

實數 %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74,957  90,385  15,428  21% 

礦產品 56,360  78,587  22,227  39% 

卑金屬及其製品 12,515  97,836  85,321  682%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國外出港主要貨物 



03/ 
環 境 管 理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5- -14- 



03/ 
環 境 管 理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5- -14- 



組織架構及說明 

單位 業務職掌內容 

業務科 航商客服營運管理，以及吸引投資、

發揮港埠功能與創造效益 

港勤所 港區船席調配、港區船舶交通管理、

環境保護、污染防制、港勤作業管理，

以及災害防救應變、勞工安全衛生 

棧埠所 港區裝卸與過磅業務、客輪服務、以

及棧埠設施維護管理 

工務科 港區工程之規劃、設計、發包、採購、

監督等業務，以及商港設施維護 

人事及行政室 營運處之人力資源與財產管理、公關、

出納、人事，以及員工文康福利 

政風室 政風法令擬定與宣導、貪瀆預防及不

法查處、政風考核獎懲、機密維護，

以及機關安全設施維護 

會計室 預決算收支之編製，業務收入與執行

支出審核製證、年月報審核 

蘇澳港內之環境管理主要
由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
營運處負責執行，然而環
境議題涉及單位依據責任
歸屬，除蘇澳港營運處外，
亦包含交通部航港局北部
航務中心蘇澳航港科、宜
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海巡署 

海洋巡防總局第七海巡隊、
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
察總隊蘇澳中隊、內政部
消防署基隆港務消防隊蘇
澳港分隊。 
針對蘇澳港內部，設有，
業務科、港勤所、棧埠所、
工務科、人事及行政室、
政風室、會計室，各單位
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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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環境議題之相關法規 

相關法律 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執法機關 

交通部門相關法律 

商港法 2011/12/28 

交通部 

交通部航港局 

北部航務中心 

蘇澳航港科 

船舶法 2010/12/08 

航業法 2014/01/22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2012/12/28 

農業部門相關法律 野生動物保育法 2013/01/23 農業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內政部門相關法律 消防法 2017/01/18 內政部消防署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基隆港務消防隊 

蘇澳港分隊 

環保部門相關法律 

海洋污染防治法 2014/06/0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宜蘭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法 2012/12/19 

水污染防治法 2016/12/07 

廢棄物清理法 2017/06/14 

環境影響評估法 2003/01/08 

環境教育法 2010/06/05 

噪音管制法 2008/12/03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2011/11/23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2013/12/1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2010/02/03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15/07/01 

公害糾紛處理法 2009/06/17 
宜蘭縣政府公害 

糾紛調處委員會 

跨部門相關法律 災害防救法 2016/04/13 內政部 宜蘭縣政府 

蘇澳港營運處依循國際
環境相關規範及公約，
其中有關國際船舶公約，
如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
約 (MARPOL73/78)、 

倫敦海拋公約、管制船舶
有害防污系統國際公約及
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控管
國際公約等，均實際遵循。 

國內環境法規遵循部分，蘇澳港
營運處亦與地方執法機關配合進
行港區環境管理作業，國內港埠
環境相關法律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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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主要污染來源包
括碼頭貨物裝卸過程之
懸浮微粒，船舶燃燒用
油產生之廢氣，以及車
輛裝卸所產生之揚塵。 
 
空氣品質的改善重點將
「減少港口揚塵發生」
與「減少港口車輛污染」
列為兩項環境議題，還
有船舶環境友善、港口
岸電系統等策略。 
 

港口共設置5個點位進行監
測，監測項目包含懸浮微
粒(PM2.5、PM10))、二氧化
硫 (SO2)、二氧化氮(NO2) 
等污染物，符合環保署空
氣品質監測公告項目。 

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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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港埠 

第一物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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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耗油量(公斤)=貨物
吞吐量(公噸)×能源密集度
(公升/延噸公里)×港內航行
距離(公里)×1000 (公斤/公
噸) 
假設船舶進港時皆會切換為
A油，其性質與普通柴油相
似，因此排放係數參考環保
署碳係數資料庫2016年柴
油之碳排放係數。 

船舶之碳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蘇澳港營運處之資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 

項目 排放係數kgCO2e 

2015年 2016年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噸)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噸) 

用水(度) 0.154 2015台灣自來水公司 1,741 0.27 2,091 0.32 

用電(度) 0.529 2016全國電力排放係數 204,077 107.96 147,196 77.87 

用油(公升) 2.36 201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60,156 377.97 159,699 376.89 

用紙(包) 2.8 Paper Star A4影印紙(500張) 159 138 137 0.19 

總計 486.64   455.46 486.64 

資源消耗之碳排放 

註： 資源消耗碳排放量=【實際用量 x 排放係數】 

400

425

450

475

500

2015 2016

467.05 468.92 

蘇澳港遠洋船舶碳排放量(公噸) 

年 

貨物 
吞吐量 

能源 
密集度 

港內航
行距離 

燃料油 
耗油量 

排放係數  排放量  

(公噸) 
(公升/延噸
公里) 

(公里) (公升) 
(KgCO2e/
公升) 

(公噸) 

2015 4,890,228 0.003 12 176,048 2.65 466.53 

2016 4,847,888 0.003 12 174,524 2.65 462.49 
蘇澳港遠洋船舶進口貨物 

為達到節能減碳，首要
工作就是認識自身溫室
氣體排放來源。 

蘇澳港運用台灣空氣污染
排放量面源排放量推估手
冊，計算港內船舶及資源
消耗之溫室氣體所排放量。 

針對進出港遠洋船舶之
碳排放量，參考台灣空
氣污染排放量[TEDS8.1]
面源排放量推估手冊之
計算公式： 
 
遠 洋 船 舶 碳 排 放 量 
(KgCO2e) ＝燃料油耗油
量 ( 公 升 )× 排 放 係 數
(KgCO2e/公升)×控制因
子，根據此參考資料，
港區內之遠洋船舶碳排
放量如下： 

>> 蘇澳港2015年、2016年船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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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耗油量(公斤)=貨物
吞吐量(公噸)×能源密集度
(公升/延噸公里)×港內航行
距離(公里)×1000 (公斤/公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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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因此排放係數參考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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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之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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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CO2e) ＝燃料油耗油
量 ( 公 升 )× 排 放 係 數
(KgCO2e/公升)×控制因
子，根據此參考資料，
港區內之遠洋船舶碳排
放量如下： 

>> 蘇澳港2015年、2016年船舶碳排放 



蘇澳港主要業務為疏運我國進
出口貨物，亦有砂石等散雜貨
裝卸作業產生揚塵，故揚塵亦
屬環境重大考量面。為防制揚
塵減少空氣污染，且維護港口、
市區之良好工作環境及生活品
質，蘇澳港採取揚塵逸散管理
策略。 

改善揚塵措施包括「增設地磅
與洗車台設置點」與「設置裝
卸防污設備」，並執行規範裝
卸業者遵守裝卸作業相關規定，
改善港口揚塵排放。 

空氣改善策略 

揚塵逸散管制 環境友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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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自動卸煤機作業 蘇澳港洗車台作業 

>>蘇澳港岸電設施分布圖 

>>蘇澳港岸電相關資訊 

營 運 單位 港勤子公司 中油 關稅局 海巡署 綠舞遊艇 

碼       頭 駁船碼頭 貯木池碼頭 

數       量 5 1 1 1 2 

策略面向 執行內容 

裝卸作業 

•使用自動卸煤機作業 

•輔導裝卸業者架設固定式防塵網及移動式防塵網 

•設置移動式灑水系統 

車輛管制 

•合併地磅、洗車台地點，提升車輛行駛效率 

•設置電動升降閘門，強化洗車台清潔效果 

•檢視車斗防塵網下拉15公分與車身清潔情形之規範與監督 

•清掃港區內聯外道路及鄰近道路，以維持港區街道清潔 

>>蘇澳港揚塵逸散管制策略 

第三港埠 

第一物流專區 

物流暨倉儲 
轉運專區（一） 

往
花
蓮 

航
道
碎
波
堤 

公務船渠 

岸電設施 

蘇澳港抑制揚塵設施： 
防塵網設施數量：23套 
移動式密閉裝卸設施：1組 
洗車台設施數量：3組 

蘇澳港透過地磅與洗車台的位置結合，
有效管理車輛行駛路線，減少港區內外
車輛揚塵污染。 

N 

蘇澳港主要貨物包含煤炭，使用自動卸
煤機能夠增加運作效率也減少污染排放。 

船舶環境友善策略上，
蘇澳港內之港勤船舶已
100% 使 用 硫 含 量
10ppm以下之超級柴油。
另外蘇澳港推動減少船
舶空氣污染，於公務碼
頭設置岸電系統，港勤
船舶於蘇澳港停靠時，
皆使用岸電，減少污染
排放。 

公務碼頭駁船碼頭與貯木
池碼頭共設置9套岸電系統
供給船舶靠船使用，減少
船舶引擎廢氣排放。 
 
此外，蘇澳港營運處亦鼓
勵進出港船舶進行減速，
即限制船舶在距離  20浬
(nm)以內水域減速到12節
以下減少空氣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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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進出港船舶進行減速，
即限制船舶在距離  20浬
(nm)以內水域減速到12節
以下減少空氣污染排放。 



廢水類型 計畫區域 改善策略 

生活污水 港口各辦公大樓 
• 委託合格清除公司清理化糞池污水 
• 污水規劃納管至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系統 

作業廢水 散雜貨碼頭區 

• 洗車台廢水利用沉砂池沉澱後回收再利用 
• 規劃港口交通動線減少污染排放 
• 預計購置24台防塵貨櫃與15台噴霧機減少
裝卸污染 

港口逕流水 

散雜貨碼頭區、
倉儲設施 

• 碼頭區域設置逕流廢水導引渠 

道路、空地 

• 道路側邊設置排水溝 
• 定期進行路面清掃作業 
• 已完成港區3條下水道逕流廢水收集改善工
程 

第三港埠 

第一物流專區 往
花
蓮 

航
道
碎
波
堤 

公務船渠 

迴轉池 

港口水質  

>>蘇澳港水質監測站 

水質項目 標準值(註) 監測值測值 符合率(%) 

水溫℃ - 20.5~29.4 - 

pH 7.5~8.5 6.8~8.1 97.5 

DO(mg/L) ≧5.0 5.1~7.5 100 

BOD5(mg/L) <3 <1.0~2.4 100 

油脂(mg/L) <2 N.D.~1.67 100 

大腸桿菌 
(CFU/100mL) 

- 0~1900 - 

註：乙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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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水質監測照片 

>> 蘇澳港2015年、2016年水質監測 

水質監測站 

N 

港口廢(污)水改善 

>> 蘇澳港廢(污)水改善策略 

1 

2 

3 

4 

5 

蘇澳港營運處研提「港
口區域污染預防及削減
措施計畫」監測港口水
域品質，對生活污水、
作業廢水、及逕流廢水
等區域掌控水質，監測
水溫、pH、DO、BOD5、
油脂、大腸桿菌含量。 

乙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每季採樣測試，2015年、
2016年除pH值符合率為
97.5%，其它監測項目每
年之合格率達100%。 



廢水類型 計畫區域 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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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水質監測照片 

>> 蘇澳港2015年、2016年水質監測 

水質監測站 

N 

港口廢(污)水改善 

>> 蘇澳港廢(污)水改善策略 

1 

2 

3 

4 

5 

蘇澳港營運處研提「港
口區域污染預防及削減
措施計畫」監測港口水
域品質，對生活污水、
作業廢水、及逕流廢水
等區域掌控水質，監測
水溫、pH、DO、BOD5、
油脂、大腸桿菌含量。 

乙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每季採樣測試，2015年、
2016年除pH值符合率為
97.5%，其它監測項目每
年之合格率達100%。 



港口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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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港埠 

第一物流專區 

物流暨倉儲轉
運專區（一）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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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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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 

公務船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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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噪音品質監測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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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監測(白天) 

標準值 

南管制大門(非假日) 

南管制大門(假日) 

北管制大門(非假日) 

北管制大門(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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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管制大門(非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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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管制大門(非假日) 

北管制大門(假日) 

蘇澳港噪音監測照片 

由於蘇澳港運處裝卸、
疏運工作不斷，且貨車
交通量龐大，噪音公害
問題為鄰近居民最關切
環境議題之一。為維護
港口環境生活品質，蘇
澳港營運處要求港口內
之各廠商、船舶於作業
時，須符合噪音管制標
準。 

港口業者也採取噪音減量
行動，如宣導運輸車輛，
進出港低速行駛，減低噪
音。針對車輛噪音，設置
聯外交通緩衝帶，減少港
口與居民交通動線的重疊。 
 
2016年蘇澳港環境品質監
測結果，噪音管制標準符
合度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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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針對車輛噪音，設置
聯外交通緩衝帶，減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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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蘇澳港環境品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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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資源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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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2015年原洗車池供應水源
為地下水，自2016年改為自來水
與少量地下水混和，為用水量增
加主因。 

蘇澳港鼓勵公務車共乘，定期檢視
用油量，強化公務車使用管理。 

蘇澳港致力於行政及服務電子化、
提升公文線上簽核作業之比率、
用紙總量管制，政令宣導改用電
子檔案。 

資源消耗改善策略 

推動重點 執行方案 

水 • 設置500噸生態水池1座引水至港區3座200噸蓄水池 

電 

• 走廊等不需要的用燈皆關閉不用，或隔盞開啟 
• 逐步將傳統用燈汰換成省電燈具電梯僅開啟部分機具，輪替使用 
• 溫度28℃以上才使用空調，辦公室室內溫度不低於26℃ 
• 午間休息辦公室熄燈 
• 行政大樓三部電梯，節省能源輪替使用 

油 

• 推動共乘公務車 
• 停車怠速時間不得逾3分鐘 
• 定期紀錄管控公務車輛之用油量，以管理港區油耗 

紙 
• 推動行政及服務電子化、提升公文線上簽核作業等E化服務之比率 
• 盡量採雙面列印或反面重複利用 

>>蘇澳港水電油紙耗損減量策略 

為改善資源消耗，蘇澳港持續
紀錄港內水電油紙損耗量、推
動減量，徹底施行環境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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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宣導隨手關燈，休息
時間關閉公共空間照明，走
廊照明間隔開啟，全面更換
LED省電燈管。 

檢查港口水表 檢查港口用電設備 

回收水池取水區域滲出水照片 

蘇澳港營運處以四省專
案檢視港口能資源的使
用，隨著港口出口貨物
量增加，還有港口內疏
浚及其他改善工程的運
作，在2015年及2016年
除用水量有增加外，其
餘用電、用油、用紙量
皆有減少。 

蘇澳港過去已針對水電油
紙進行管理，並在2016年
針對水資源使用，擬定改
善策略，預計建設500噸
生態池提升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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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年 2015 2016 

總廢棄物產生量(公斤) 16,990 17,652 

一般廢棄物清運量(公斤) 15,100 15,600 

資源回收量(公斤) 1,890 2052 

資源回收率(%) 11.12 11.62 

>>蘇澳港一般廢棄物回收統計 

04/ 
環境狀況 

減少港口廢棄物 

-35- -34- 

強化社區關係 

蘇澳港每年度辦理環境清
潔日，招集港口業者、社
區發展協會與民眾，一同
友善環境清潔，維護周遭
環境，增加蘇澳港營運處
與地方之交流，促進地方
區域與蘇澳港和諧。 

蘇澳港營運處定期於基
隆港務分公司網站公布
蘇澳港營運實績，供民
眾了解蘇澳港現況，建
立當地社區民眾溝通之
橋梁。 
 
並與當地居民所創建之
裝卸業者及帶解纜加水
業者合作，促進當地社
區之經濟。 

蘇澳港港市經濟共榮產官學座談會 

蘇澳港舉辦清潔日維護社區環境 

蘇澳港營運處針對陸域廢棄物，
於定點收運並規定時間，自行
搬運垃圾，避免垃圾散落碼頭
及掉落港池。 
2015年陸域廢棄物總產生量約
17.0公噸，回收廢棄物約1.9
公噸，資源回收率約11.2%；
2016年陸域廢棄物總產生量達
到17.7公噸，回收廢棄物達
2.1公噸，資源回收率為11.6%。 
 

蘇澳港營運處為減少港口廢棄
物，推動港口垃圾減量，落實
資源回收再利用工作，符合環
保署自1997年起推動的「資源
回收四合一計畫」，實施資源
回收、垃圾減量工作，以及
2005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
類」，資源回收項目以廢紙類、
玻璃容器及廢塑膠製品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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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港區危險貨物管理 

蘇澳港之危險貨物儲運
業者為較具潛在環境危
害因素之事業，若發生
突發事件，外洩之物料
將對生態以及鄰近居民
造成危害，因此落實貨
物管理，強化港區安全
性為蘇澳港之重點環境
議題之一。 

針對承租事業，要求各事
業單位均有相對應之緊急
應變計畫，並定期辦理災
害演習與配合港區聯合演
習，加強意外發生時之緊
急應變處理能力。 

項目/年 2015年 2016年 

巡查 267次 275次 

演練 1次 1次 

聯合督導 1次 1次 

>>蘇澳港巡查、演練、督導次數 

入港車輛臨檢 蘇澳港進出車輛證件檢視 

危險物品緊急應變演練 

在管理方面，蘇澳港依據現行
法規，規範各類危險物品應有
之作業流程。例如放射性物質
應檢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准之輸出入許可證明、管制之
爆炸性危險品，應檢附國貿局
核准之輸出入許可證明及經濟
部礦物局核發之運輸證。 

港區裝卸作業，蘇澳港以不定
期巡查方式，確保維護港區危
險貨物管理。另外，針對貨物
溢漏之緊急應變，蘇澳港與各
單位皆定期溝通聯繫，以增進
相關單位對於貨物溢漏之應變
能力，並維持港區緊急應變演
練次數每年至少1次，港口安
全聯合督導每年至少1次。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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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進口燃油佈放欄油索 

卸料管線不定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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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港口陸域發展 

依據行政院核示蘇澳港
整體發展之通盤檢討，
並貫徹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蘇澳港之遠程目標
應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營造高價值、低污染之
經營環境，帶動區域繁
榮及提升優質生活環境。 
 
因此除擴建港口提高營
運績效外，蘇澳港亦重
視港區綠地植栽規劃、
親水遊憩空間之發展，
多元營運之目標。 

蘇澳港營運處的發展策略
為南客北貨，將10、11號
通棧及12、13號碼頭後線
約4.5公頃開放招商，並配
合宜蘭縣政府蘇南驛站計
畫，結合南方澳觀光資源，
做為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
區之策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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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 

預期效益 效益說明 

提升 

產業發展 

打造現代觀光碼頭、海洋門廳、漁村核

心生活圈、及陸連島海洋地景，供當地

規劃旅館、兒童遊憩場所、商場等，促

進觀光發展、提供在地就業機會。 

改善交通 

置多功能複合式轉運站，結合餐飲、休

憩、國道轉運、綠色接駁、郵輪海運停

靠等機能，有效改善假日交通壅擠現象。

資產活化 

以招租方式提供信號台部分區域、空地

區域招商甄選，發展觀光遊憩，增加公

共利益及土地利用性，活化老舊建築資

產，創造收益。 

>>蘇澳港觀光暨館運專區規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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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效益說明 

提升 

產業發展 

打造現代觀光碼頭、海洋門廳、漁村核

心生活圈、及陸連島海洋地景，供當地

規劃旅館、兒童遊憩場所、商場等，促

進觀光發展、提供在地就業機會。 

改善交通 

置多功能複合式轉運站，結合餐飲、休

憩、國道轉運、綠色接駁、郵輪海運停

靠等機能，有效改善假日交通壅擠現象。

資產活化 

以招租方式提供信號台部分區域、空地

區域招商甄選，發展觀光遊憩，增加公

共利益及土地利用性，活化老舊建築資

產，創造收益。 

>>蘇澳港觀光暨館運專區規畫圖 



蘇澳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指標呈現說明 

2015年 2016年 

空氣品質 

港勤船舶使用低硫

燃料或生質柴油之

比例  

備註：低硫燃料為含硫

量低於10ppm之油品 

港勤船舶使用低硫燃料(

海運重柴油或超級柴油)

之艘數÷總(港勤)船舶之

艘數×100% 

港勤船舶使用低硫燃料

或生質柴油達100% 

 4÷4×100%=100% 

 港勤船舶共4艘，已使用低硫

燃料達4艘 

 港勤船舶低污染燃油使用量

158,782公升 

 4÷4×100%=100% 

 港勤船舶共4艘，已使用低硫

燃料達4艘 

 港勤船舶低污染燃油使用量

157,608公升 

港勤船舶使用岸電

之比例 

使用岸電之港勤船舶(艘

)÷總港勤船舶數量 (艘

)×100% 

港勤船舶使用岸電之比

例達100% 

• 4÷4×100%=100% 

• 港勤船舶4艘，靠泊碼頭使用

岸電之船舶4艘 

• 4÷4×100%=100% 

• 港勤船舶4艘，靠泊碼頭使用

岸電之船舶4艘 

船舶減速計畫：進

港船舶距港口20浬

以內，航速降至12

節以下艘次比例 

進港船舶距港口20浬以

內航速降至12節以下之

艘次÷進港船舶艘次

×100% 

臺灣港務股份公司於

2015年推動及建置船

舶減速系統，蘇澳港營

運處配合執行宣導，並

達到年度目標達成率 

臺灣港務公司於2015年推動及建置船舶減速查核系統，蘇澳港營

運處配合執行宣導，並於2015年蘇澳港營運處達成率為66%，

2016年達成率為69% 

空氣品質之合格率 

(PM2.5,PM10,SO2, 

NO2) 

港口內空氣品質測站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之

比率 

備註：扣除環境背景值 

 

 

 PM2.5日平均值之合

格比例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

格比例100%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

比例100%， 

• NO2日平均值之合格

比例100%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S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 N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S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 N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揚塵 

裝卸污染防制措施

與移動式密閉裝卸

機具設備數量 

每年港口安裝防制設施

數量 

持續更新或維持防制設

施數量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21套 

 移動式密閉裝卸機具設施數

量：1套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23套 

 移動式密閉裝卸機具設施數

量：1套 

管制裝卸卡車行駛

路線經洗車台 

實際行經洗車台，裝卸

卡車行經比例 

裝卸卡車行經洗車台，

比例達100% 

 路線設置洗台共1處，裝卸卡

車行經洗車台，比例達100% 

 路線設置洗台共1處，裝卸卡

車行經洗車台，比例達100% 

港口廢棄物 

資源 (鐵、紙、玻

璃、金屬、塑膠 )

回收率 

港口陸域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率=(回收物重量

÷產生總量×100%) 

年回收比例達10% 

 資源回收量：1,890公斤 

 產生總量：16,990公斤 

 1,890 公 斤 ÷ 16,990 公 斤

×100%=11.12% 

 年回收比例達11.12% 

 資源回收量：2,052公斤 

 產生總量：17,652公斤 

 2,052 公 斤 ÷ 17,652 公 斤

×100%=11.62% 

 年回收比例達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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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指標呈現說明 

2015年 2016年 

空氣品質 

港勤船舶使用低硫

燃料或生質柴油之

比例  

備註：低硫燃料為含硫

量低於10ppm之油品 

港勤船舶使用低硫燃料(

海運重柴油或超級柴油)

之艘數÷總(港勤)船舶之

艘數×100% 

港勤船舶使用低硫燃料

或生質柴油達100% 

 4÷4×100%=100% 

 港勤船舶共4艘，已使用低硫

燃料達4艘 

 港勤船舶低污染燃油使用量

158,782公升 

 4÷4×100%=100% 

 港勤船舶共4艘，已使用低硫

燃料達4艘 

 港勤船舶低污染燃油使用量

157,608公升 

港勤船舶使用岸電

之比例 

使用岸電之港勤船舶(艘

)÷總港勤船舶數量 (艘

)×100% 

港勤船舶使用岸電之比

例達100% 

• 4÷4×100%=100% 

• 港勤船舶4艘，靠泊碼頭使用

岸電之船舶4艘 

• 4÷4×100%=100% 

• 港勤船舶4艘，靠泊碼頭使用

岸電之船舶4艘 

船舶減速計畫：進

港船舶距港口20浬

以內，航速降至12

節以下艘次比例 

進港船舶距港口20浬以

內航速降至12節以下之

艘次÷進港船舶艘次

×100% 

臺灣港務股份公司於

2015年推動及建置船

舶減速系統，蘇澳港營

運處配合執行宣導，並

達到年度目標達成率 

臺灣港務公司於2015年推動及建置船舶減速查核系統，蘇澳港營

運處配合執行宣導，並於2015年蘇澳港營運處達成率為66%，

2016年達成率為69% 

空氣品質之合格率 

(PM2.5,PM10,SO2, 

NO2) 

港口內空氣品質測站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之

比率 

備註：扣除環境背景值 

 

 

 PM2.5日平均值之合

格比例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

格比例100%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

比例100%， 

• NO2日平均值之合格

比例100%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S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 N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S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 NO2 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100% 

揚塵 

裝卸污染防制措施

與移動式密閉裝卸

機具設備數量 

每年港口安裝防制設施

數量 

持續更新或維持防制設

施數量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21套 

 移動式密閉裝卸機具設施數

量：1套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23套 

 移動式密閉裝卸機具設施數

量：1套 

管制裝卸卡車行駛

路線經洗車台 

實際行經洗車台，裝卸

卡車行經比例 

裝卸卡車行經洗車台，

比例達100% 

 路線設置洗台共1處，裝卸卡

車行經洗車台，比例達100% 

 路線設置洗台共1處，裝卸卡

車行經洗車台，比例達100% 

港口廢棄物 

資源 (鐵、紙、玻

璃、金屬、塑膠 )

回收率 

港口陸域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率=(回收物重量

÷產生總量×100%) 

年回收比例達10% 

 資源回收量：1,890公斤 

 產生總量：16,990公斤 

 1,890 公 斤 ÷ 16,990 公 斤

×100%=11.12% 

 年回收比例達11.12% 

 資源回收量：2,052公斤 

 產生總量：17,652公斤 

 2,052 公 斤 ÷ 17,652 公 斤

×100%=11.62% 

 年回收比例達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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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指標呈現說明 

2015年 2016年 

港口噪音 
港口噪音品質每日

之合格率 

噪音檢測合格次數(次) ÷

總噪音檢測次數×100%(

指上午7時至晚上8時)76

分貝、晚間(指晚上8至

晚上11時75分貝、夜間(

指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

時)72分貝 

 

 日 間 均 能 音 量 達

100% 

 晚 間 均 能 音 量 達

100% 

 夜 間 均 能 音 量 達

100% 

 日間均能音量100% 

 晚間均能音量100% 

 夜間均能音量100% 

 日間均能音量100% 

 晚間均能音量100% 

 夜間均能音量100% 

港口陸域發

展 
維持港口綠地面積 統計歷年港口綠地面積 維持港口綠地面積 

2015年統計港口綠地面積約11

公頃 

2016年統計港口綠地面積約11公

頃 

社區之關係 
活動場次、參與人

次數量 
計算實際發生數量  

 辦理活動2場次 

 參與人次50人次以上 

 辦理活動2場次 

 共計61人次參與 

備註：利澤焚化廠環境教育訓練 

 辦理活動2場次 

 共計50人次參與 

備註：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環境教育訓練 

貨物溢漏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

放攔油索比例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

油索次數÷化油品船艘次

次數×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

油索比達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

次數95次 

 化學與油品船舶共95艘次 

 95次÷95次×100%=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

比例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次

數90次 

 化學與油品船舶艘次共90艘次 

 90次÷90次×100%=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比

例100% 

港口車輛污

染 

出港前卡車車斗下

放防塵網 

出港前卡車車斗下放防

塵網車輛數÷總出港卡車

輛數×100% 

  

備註：須扣除空車。 

出港前卡車車斗下放防

塵網比例達95% 

 出港前卡車覆蓋防塵網輛數

共20,710輛 

 出港卡車總輛數20,908輛 

 20,908 輛 ÷20,710 輛

×100%=99.1% 

 覆蓋防塵網卡車比例99.1% 

 出港前卡車覆蓋防塵網輛數共

15,428輛 

 出港卡車總輛數15,669輛 

 15,428 輛 ÷15,669 輛

×100%=98.5% 

 覆蓋防塵網卡車比例98.5% 

港口能源效

率 

行政大樓與港口總

耗水、耗油、耗電、

耗紙量 

2015年與2016年耗水、

耗油、耗電、耗紙量之

差異(2年用量差異÷前年

使用量) 

 

 節省耗水：2% 

 耗油：1% 

 耗電：1% 

 耗紙量：3% 

• 用油160,156公升 
• 用電204,077度 
• 用水1,741度 
• 用紙159包(500張/包) 

• 用油159,699公升 
• 用電147,196度 
• 用水2,091度 
• 用紙137包(500張/包) 

 2年耗水量比率：+20.1% 

 2年耗油量比率：-0.3% 

 2年耗電量比率：-27.9% 

 2年耗紙量比率：-13.7% 

船舶廢油污

水排放 

委託合格業者清理

船舶廢油污水之執

行情況 

實際由合格業者執行廢

油污水收受艘次÷受理廢

油污水收受艘次×100% 

委託合格業者清理船舶

廢油污水之執行率達

100% 

 執 行 5 艘 次 ， 5 艘 ÷ 5 艘

×100%=100% 

 共收受廢油污水52公噸 

 執 行 2 艘 次 ， 2 艘 ÷2 艘

×100%=100% 

 共收受廢油污水55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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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指標呈現說明 

2015年 2016年 

港口噪音 
港口噪音品質每日

之合格率 

噪音檢測合格次數(次) ÷

總噪音檢測次數×100%(

指上午7時至晚上8時)76

分貝、晚間(指晚上8至

晚上11時75分貝、夜間(

指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

時)72分貝 

 

 日 間 均 能 音 量 達

100% 

 晚 間 均 能 音 量 達

100% 

 夜 間 均 能 音 量 達

100% 

 日間均能音量100% 

 晚間均能音量100% 

 夜間均能音量100% 

 日間均能音量100% 

 晚間均能音量100% 

 夜間均能音量100% 

港口陸域發

展 
維持港口綠地面積 統計歷年港口綠地面積 維持港口綠地面積 

2015年統計港口綠地面積約11

公頃 

2016年統計港口綠地面積約11公

頃 

社區之關係 
活動場次、參與人

次數量 
計算實際發生數量  

 辦理活動2場次 

 參與人次50人次以上 

 辦理活動2場次 

 共計61人次參與 

備註：利澤焚化廠環境教育訓練 

 辦理活動2場次 

 共計50人次參與 

備註：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環境教育訓練 

貨物溢漏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

放攔油索比例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

油索次數÷化油品船艘次

次數×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

油索比達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

次數95次 

 化學與油品船舶共95艘次 

 95次÷95次×100%=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

比例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次

數90次 

 化學與油品船舶艘次共90艘次 

 90次÷90次×100%=100%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比

例100% 

港口車輛污

染 

出港前卡車車斗下

放防塵網 

出港前卡車車斗下放防

塵網車輛數÷總出港卡車

輛數×100% 

  

備註：須扣除空車。 

出港前卡車車斗下放防

塵網比例達95% 

 出港前卡車覆蓋防塵網輛數

共20,710輛 

 出港卡車總輛數20,908輛 

 20,908 輛 ÷20,710 輛

×100%=99.1% 

 覆蓋防塵網卡車比例99.1% 

 出港前卡車覆蓋防塵網輛數共

15,428輛 

 出港卡車總輛數15,669輛 

 15,428 輛 ÷15,669 輛

×100%=98.5% 

 覆蓋防塵網卡車比例98.5% 

港口能源效

率 

行政大樓與港口總

耗水、耗油、耗電、

耗紙量 

2015年與2016年耗水、

耗油、耗電、耗紙量之

差異(2年用量差異÷前年

使用量) 

 

 節省耗水：2% 

 耗油：1% 

 耗電：1% 

 耗紙量：3% 

• 用油160,156公升 
• 用電204,077度 
• 用水1,741度 
• 用紙159包(500張/包) 

• 用油159,699公升 
• 用電147,196度 
• 用水2,091度 
• 用紙137包(500張/包) 

 2年耗水量比率：+20.1% 

 2年耗油量比率：-0.3% 

 2年耗電量比率：-27.9% 

 2年耗紙量比率：-13.7% 

船舶廢油污

水排放 

委託合格業者清理

船舶廢油污水之執

行情況 

實際由合格業者執行廢

油污水收受艘次÷受理廢

油污水收受艘次×100% 

委託合格業者清理船舶

廢油污水之執行率達

100% 

 執 行 5 艘 次 ， 5 艘 ÷ 5 艘

×100%=100% 

 共收受廢油污水52公噸 

 執 行 2 艘 次 ， 2 艘 ÷2 艘

×100%=100% 

 共收受廢油污水55公噸 

04/ 
環境狀況 

蘇澳港環境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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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緊 急 應 變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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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緊急事件通報及演練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演習紀錄 

年 演練名稱 內容 辦理日期 

2015 
宜蘭縣海洋河川
污染緊急應變演
練演習 

為提昇宜蘭縣之海洋油污染處理應變能力，
辦理104年度宜蘭縣海洋、河川污染緊急
應變演練，使各單位能熟悉海洋污染緊急
事件通報系統，縮短應變處置時間、增進
應變效率，提升重大海洋污染事件處理能
力。 

7月23日 

2016 

宜蘭縣地下工業
管線災害暨海洋
污染事故聯防應
變演練 

為增加工業管線廠商對地下工業管線聯防
組織之地下工業管線救災應變處理之能力 

5月6日 

蘇澳港緊急應變演習 

05/ 
緊急應變 

意外事故類別/年 2015 2016 

船舶碰撞、沉沒、翻覆、火災、 
油污、及其他化學品溢漏 

0 0 

船舶機械故障、操作失靈、傾斜、
擱淺 

0 1 

重大倉庫及儲槽失火、爆炸 0 0 

港區小型污染、火災、化學品溢漏 0 0 

人員落水、工安意外、海上漂流物、
其他 

0 0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意外事故發生次數 

為維持蘇澳港區營運環
境安全，蘇澳港每日指
派人員定期進行港區陸
域巡查，發現疑似污染
行為即進行勸導，透過
緊急應變處理，或通報
公權力執法單位進行裁
罰。蘇澳港 2015年及
2016年主要意外事故為
船舶機械故障導致之危
險。 

針對港口污染及災害事故，
蘇澳港、宜蘭縣環境保護
局及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
務中心均設有陳情管道，
提供相關單位通報聯繫。 
 
蘇澳港亦針對相關港區災
害事件，如船舶、火災爆
炸事故，港區重大事故設
立緊急應變作業程序，以
因應災害事件發生之危機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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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聯合巡查 

項/年 2015 2016 

港區環境巡查 267 275 

公權力執法單位(航港局)裁罰 0 0 

污染防治查核次數 12 12 

>>蘇澳港2015年至2016年港區巡查統計資料 

蘇澳港針對散裝貨物裝卸作業
進行管制，加強貨物裝卸管理、
避免超載或洩漏，強化相關單
位緊急應變之溝通協調機制。 

港區環境巡查 

蘇澳港海上災害防救演練 蘇澳港港區洩漏著火防救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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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緊急災害應變 

05/ 
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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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創 新 與 合 作 

Involvement 
and 

Collaboration 

蘇澳港針對港口環境相關議題所提出的最佳解決方
法，可展示其在港埠環境管理推行的能力。本次最佳
實踐範例分別為(1)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2)推動水
資源回收再利用；(3)港口疏浚土方回填區開闢工程
計畫。此三項最佳實踐範例亦可提供歐洲生態永續物
流鏈基金會資料庫，作為其他生態港夥伴之參考。 

-5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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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名稱：蘇澳港 
聯絡人姓名：方碩堂 
單位：蘇澳港營運處業務科 
職稱：督導 
連絡電話：03-996-5121轉268 
E-mail：fang@twport.com.tw 
相關網頁：http://kl.twport.com.tw/su/ 

 
聯絡人姓名：古佩鑫小姐 
單位：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業務助理 
連絡電話：02-25177256分機216 
E-mail：vera.ku@jv-holding.com 
相關網頁：http://www.jv-holding.com/  

聯絡人姓名：陳玉珉 
單位：必翔電動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經理 
連絡電話：03-995-5865轉5700 
E-mail：sourcing_03@mail.phev.com.tw 
相關網頁：http://www.pihsiang.com.tw/ 

計畫內容 

解決方案 

涉及環境議題 參與單位 

相關利益者 

執行時間/期程 

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 

效果/效益 

關注/動機 

港口發展、能源消耗 蘇澳港營運處、雲豹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必翔電動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港口承租業者、宜蘭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06/ 
創新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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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 動工 

2017年3月 取得躉售函 

為達到「臺灣港群綠色
港口推動方案」以改善
港口環境為目標，期望
以設置污染小、能源效
率大、發展能力好的原
則，設置亞洲最大薄膜
型太陽能電廠 

規劃蘇澳港設置太陽能
光電設備，有效轉換太
陽日照為實際電能，成
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港
口，推動綠色港口之策
略。 

為了發揮最高效益，大幅
降低北部氣候因陰、雨天
較多致使陽光日照時間較
不足的影響，使用高效率
太陽能模組，設置發電容
量1,996.4Wp，有效提升
發電量至6-7%。 

預估年發電量約達222
萬度，年減碳約12,00
公噸，相當於3座大安
森林公園的碳吸收量。 

創新作為 

環境管理策略：建立範例、促進效能 

太陽能光電板完工空拍圖 太陽能光電板施工前空拍圖 

投資金額 

約新臺幣9,000萬元 

蘇澳港 港口 
承租業者 

主管機關 

合作 

節省能源 

>>太陽能光電板施工前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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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解決方案 

涉及環境議題 

蘇澳港推動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效果/效益 

關注/動機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
及當地社區之關係 

執行時間/期程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約新臺幣4,500萬元 

運輸業者、港口裝卸業
者、港口承租業者、宜
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當
地社區居民 

環境管理策略：建立示範、促進效能 
 

06/ 
創新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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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主要進出口貨物
以煤、燃油、爐渣、鋼
胚、水泥等原物料為
主，亦有砂石等散雜貨
裝卸作業產生揚塵 

有效減少作業揚塵，採
取相應改善措施，考量
在地資源的利用及未來
發展性，使用在地資源
推動污染防治措施。 

配合污染防治政策，改
善揚塵污染，計畫取用
中央山脈山泉水，設置
500噸生態水池1座，引
水至港口3座200噸蓄水
池。 
 
預計水資源能供應碼頭
15組移動式風送噴霧機
及卡車清洗池、提供給
洗街車與植栽等一般用
水使用，並設置24組防
塵網。 

藉由設置生態水池與蓄
水池規劃，減少移動式
風送噴霧機及卡車清洗
池之用水來源之管道，
有效管理水資源，搭配
設置防塵網，控制揚塵
污染。 

 

聯絡人姓名：林銘泓 

單位：嘉北國際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環境安全專員 

連絡電話：02-8630-2926 #209 

E-mail：hung621.lin@gmail.com 

相關網頁：http://www.chcgroup.com.tw/ 

參與單位 

蘇澳港營運處 

2016年7月 動工 

2017年12月 完工 

港口名稱：蘇澳港 
聯絡人姓名：黃維力 
單位：工務科 
職稱：經理  
連絡電話：03-9965121 轉374 
E-mail：huang95@twport.com.tw 
相關網頁：http://kl.twport.com.tw/su/ 

(經洗車台) 

1 

3 

1 
第三港埠 

第一 
物流專區 

航
道
碎
波
堤 

公務船渠 

2 

200噸儲水池 集水點與500噸儲水池  

N 

>>蘇澳港集水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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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頁：http://kl.twport.com.tw/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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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效果/效益 

涉及環境議題 

港口發展、當地社區之
關係、海洋污染 

參與單位 

投資金額 

蘇澳港營運處、航港局 

港口承租業者、社區居
民 

環境管理策略：環境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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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蘇澳港營運處每年
浚挖維護航道、迴船池
之浚渫土方，均以海拋
方式辦理，惟國內環保
要求日趨嚴格，未來是
否能順利再以海拋方式
處理恐仍有變數。 

蘇澳港於第四港渠碼頭
法線南側至路域區間以
圍堤造地方式回填浚渫
土方，面積約9.6公頃，
水深約EL.-7~-3m，估
計可容納約100萬m3，
以蘇澳港營運處每年港
池浚渫之土方約10萬
m3計，約可容納蘇澳港
10年之浚渫量。 

 

以2008年5月單價估計，
每1m3之土方海拋費用約
400元，若以港內疏浚回
填費用預估每1m3約200
元，共可節省約2億元之
海拋費用。 
 

計畫內容 蘇澳港港區疏浚土方回填區開闢工程計畫 

關注/動機 

執行時間/期程 相關利益者 

回填之新生土地約9.6公
頃，蘇澳港營運處約可
獲得約4.9億之土地資產，
可做為蘇澳港未來發展
空間，及提供投資經營
平台，促進地方繁榮發
展，增加地方就業機會。 

港口名稱：蘇澳港 
聯絡人姓名：黃維力 
單位：工務科 
職稱：經理  
連絡電話：03-9965121 轉374 
E-mail：huang95@twport.com.tw 
相關網頁：http://kl.twport.com.tw/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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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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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疏浚土方回填區域示意圖 

項目 設計費 監造費 工程費 總計 

費用(萬元) 642 810 2億1仟835 
2億3仟

837 

2016年蘇澳港回填照片 

>>蘇澳港回填區域照片 

N 

2009年1月     動工 

2021年12月   完工 

2016年已浚渫完63萬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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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積極與國內外產、官、學單位針對環境相關議題進行合
作，除了了解國外環境發展趨勢，亦透過技術合作、共同投資、
聯合稽查、講學實習等方式，實現綠色永續港口之目標 
 

參與及合作組織 

參與組織 

協會 

國際港口協會目前為國際上最有
影響力之港埠組織，並向聯合國
主要機構 (ECOSOC、 IMO、
UNCTAD、UNEP、ILO、WCO) 
等提供諮詢的非政府組織  。
IAPH 係採雙年會方式輪流於美
洲、亞太及歐非等三地區舉行，
蘇澳港固定參加以了解全球港埠
發展狀況及最新議題。 

太平洋港口協會 國際港口協會 

太平洋港口協會目標為聚
合太平洋沿岸港口管理當
局共同研討太平洋的海運
發展趨勢及謀求相關問題
解決之道，並經由交流、
聯誼以加強海運業界之凝
聚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學術機構 

國立中山大學 

蘇澳港提供龍德造船公司
興建造船廠，提供當地社
區工作機會及蘇澳港船舶
資源，自行設定環境政策，
以「節能減碳、污染防治、
物盡其用、資源回收」達
到友善環境之目標。 

綺麗珊瑚 

蘇澳港自 2015年開始以
「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
區」，蘇澳港將舊宿舍出
租給綺麗珊瑚發展，設置
觀光博物館、賣場與餐廳
提升宜蘭觀光資源。 

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必翔電動汽車開始
進駐於蘇澳港，以綠建築標
章方式打造廠房，引進全自
動化之生產設備同時完全採
用無工業廢氣、廢水的零污
染製程生產電動車，能為
「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 
提供一個綠色交通的發展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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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為臺灣交通主管部門提供「解
除擁擠」、「疏通瓶頸」、「提高容量」、「擴
充及充分利用現有運輸設施」及「擬訂中長期運
輸發展計畫」的各種研究報告及各項企劃案。蘇
澳港與交通部運輸研究過去亦合作過許多計畫，
如「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即時船席水深資訊
系統」、「蘇澳港公務船渠靜穩度改善計避風碼
頭研究」等計畫。 

政府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蘇澳港航港科辦理蘇
澳港港口安全、災害防救及污染防制等業務，並
負責法令的執行、行為蒐證及裁罰工作，並與蘇
澳港營運處合作，進行港區聯合陸域稽查。 

業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龍德造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美國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依「中美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1993年)」
進行合作，其中針對港區環境議題亦有一系列
的合作策略，且定期邀請美國專家來台舉辦研
討會，提供技術協助及資訊分享(如區域性夥伴
計畫之「促進更潔淨的港口空氣品質」、台美
永續論壇等)。 

蘇澳港與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合作進行港區
定期聯合稽查及演習，並協助環保局辦理相關
會議，計畫及遵守宜蘭縣運送物料車輛污染防
制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維護港口空氣品質 。 

為提升國際競爭力及航運業務品質，創造良好之教育與學術研究環境，共謀國際港埠與校園共榮發
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起陸續與臺灣三所國立大學簽屬合作備忘錄，未來雙方將在平
等互惠的原則下，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發展、產學合作、教育訓練、學生實習及港埠經營講座等，
除了可以提升教學品質，學校也可以作為港務公司的智庫，在港埠經營管理實務上，扮演更為積極
的角色，共創雙贏。 



蘇澳港積極與國內外產、官、學單位針對環境相關議題進行合
作，除了了解國外環境發展趨勢，亦透過技術合作、共同投資、
聯合稽查、講學實習等方式，實現綠色永續港口之目標 
 

參與及合作組織 

參與組織 

協會 

國際港口協會目前為國際上最有
影響力之港埠組織，並向聯合國
主要機構 (ECOSOC、 IMO、
UNCTAD、UNEP、ILO、WCO) 
等提供諮詢的非政府組織  。
IAPH 係採雙年會方式輪流於美
洲、亞太及歐非等三地區舉行，
蘇澳港固定參加以了解全球港埠
發展狀況及最新議題。 

太平洋港口協會 國際港口協會 

太平洋港口協會目標為聚
合太平洋沿岸港口管理當
局共同研討太平洋的海運
發展趨勢及謀求相關問題
解決之道，並經由交流、
聯誼以加強海運業界之凝
聚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學術機構 

國立中山大學 

蘇澳港提供龍德造船公司
興建造船廠，提供當地社
區工作機會及蘇澳港船舶
資源，自行設定環境政策，
以「節能減碳、污染防治、
物盡其用、資源回收」達
到友善環境之目標。 

綺麗珊瑚 

蘇澳港自 2015年開始以
「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
區」，蘇澳港將舊宿舍出
租給綺麗珊瑚發展，設置
觀光博物館、賣場與餐廳
提升宜蘭觀光資源。 

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必翔電動汽車開始
進駐於蘇澳港，以綠建築標
章方式打造廠房，引進全自
動化之生產設備同時完全採
用無工業廢氣、廢水的零污
染製程生產電動車，能為
「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 
提供一個綠色交通的發展契
機。 

06/ 
創新與合作 

-59- -58- 

國立成功大學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為臺灣交通主管部門提供「解
除擁擠」、「疏通瓶頸」、「提高容量」、「擴
充及充分利用現有運輸設施」及「擬訂中長期運
輸發展計畫」的各種研究報告及各項企劃案。蘇
澳港與交通部運輸研究過去亦合作過許多計畫，
如「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即時船席水深資訊
系統」、「蘇澳港公務船渠靜穩度改善計避風碼
頭研究」等計畫。 

政府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蘇澳港航港科辦理蘇
澳港港口安全、災害防救及污染防制等業務，並
負責法令的執行、行為蒐證及裁罰工作，並與蘇
澳港營運處合作，進行港區聯合陸域稽查。 

業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龍德造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美國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依「中美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1993年)」
進行合作，其中針對港區環境議題亦有一系列
的合作策略，且定期邀請美國專家來台舉辦研
討會，提供技術協助及資訊分享(如區域性夥伴
計畫之「促進更潔淨的港口空氣品質」、台美
永續論壇等)。 

蘇澳港與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合作進行港區
定期聯合稽查及演習，並協助環保局辦理相關
會議，計畫及遵守宜蘭縣運送物料車輛污染防
制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維護港口空氣品質 。 

為提升國際競爭力及航運業務品質，創造良好之教育與學術研究環境，共謀國際港埠與校園共榮發
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起陸續與臺灣三所國立大學簽屬合作備忘錄，未來雙方將在平
等互惠的原則下，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發展、產學合作、教育訓練、學生實習及港埠經營講座等，
除了可以提升教學品質，學校也可以作為港務公司的智庫，在港埠經營管理實務上，扮演更為積極
的角色，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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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環境教育訓練日 

員工培訓 

為使員工能提高環境保
護意識，且增進工作安
全達到終身學習，蘇澳
港營運處定期舉辦環境
教育與衛生安全訓練。
環境教育法係2010年頒
布，公布1年後施行，公
營事業機構等相關單位，
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
畫，每位員工需參加四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蘇澳港2015年與2016年針
對內、外部人員，共舉辦
共約4場次的環境教育課程。
課程內含括污染防治、天
然災害教育、環境監測、
能源與環境課程、生態教
育參訪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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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課程名稱 梯次 人次 

2015 利澤焚化廠環境教育訓練 
1 35 

2 26 

2016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環境教育訓練 
1 30 

2 20 

>>蘇澳港2015-2016環境教育課程 

 參訪利澤焚化廠環境教育訓練 

 必翔電動車綠色運具觀摩 

碳盤查教育訓練 參訪宜蘭縣羅東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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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頁 

出版物/宣導物 

溝通和出版物 

蘇澳港宣導物 

蘇澳港首頁 蘇澳港摺頁 

臺灣港務公司綠色政策中英文網頁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將綠色港口推行之成果呈現於國
際舞台上，並架設「臺灣港務公司綠色政策中英文網頁」，
建立我國與他國溝通交流之管道。 

臺灣商港環境監測報告 

為使蘇澳港能持續與業
者和外界交流，主要透
過活動、研討會、工作
坊、出版物、網頁及展
覽空間等方式，將蘇澳港 

相關資訊公開，提供一般
民眾、港區業者、學術機
構及本分公司相關業務單
位等參考及了解。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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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災防應變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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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商港環境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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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外界交流，主要透
過活動、研討會、工作
坊、出版物、網頁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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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港區業者、學術機
構及本分公司相關業務單
位等參考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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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災防應變實錄 



環境教育與航商、裝卸公司座談會 

研討會議 

溝通和出版物 

港口業者合作 

交通部及台電公司訪港 

港區參訪 

交通部及台電公司訪港綠色運具介紹 

清淨家園暨植樹運動 清潔宣導活動 

社區宣傳與合作 

港口污染減量會議 

宜蘭縣環保局訪談 

08/ 
溝通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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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港口業者訪談 龍德造船公司進駐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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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港口業者訪談 龍德造船公司進駐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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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與環境相關人員之人事費及與環境相關之教育

培訓等  

- 環境維護與管理：港區綠美化、廢棄物清除及港區疏

浚等  

- 環境監測：空氣、噪音、水質、底泥、疏浚等相關 

環境監測及環境 

環境資產 環境投資與成本 

蘇澳港環境投資與成本項目 

>>蘇澳港2015年及2016年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單位:
新台幣千元) 

費用項目 2015年 2016年 

員工( 含環境教育) 2,905 2,067 

環境維護與管理 4,497 4,793 

環境監測 821 712 

合計 8,223 7,572 

>>2015年蘇澳港對於環境議題投入固定資產(單位:新台幣千元) 

>>2016年蘇澳港對於環境議題投入固定資產(單位:新台幣千元) 

工程計畫 費用 

繼續計畫 2015年蘇澳港航道、迴船池、港池疏濬工程 21,859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0,477 

合計 52,336 

工程計畫 費用 

繼續計畫 
蘇澳港航道迴船池港池疏濬工程 16,848 

2016年蘇澳港堤防及公共道路鋪面等整修工程 4,477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3,605 

合計 54,930 

09/ 
綠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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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跨海大橋人行地磚及
積水整修工程、港口公共設施
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等計畫
等。 
合計2015年與2016年蘇澳港
營運處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
固 定 資 產 分 別 為 新 臺 幣
52,336,000元與54,930,000元。  

蘇澳港對於環境議題所
投入之成本主要可分為
員工、環境維護與管理、
環境監測，其目的在於
增進員工環境意識、港
區環境維護及品質改善、
緊急應變之能力。 

並提升民眾對於港埠之認
識，各項成本如下。 
蘇澳港2015年與2016年對
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
分別為新臺幣8,223,000元
與7,572,000元 

蘇澳港定位除了發展為蘭陽地
區散雜貨進出口港外，轉型為
兼具客運及觀光遊憩功能之港
口為目標，為此蘇澳港營運處
擬定了一系列港口發展計畫，
可分為繼續計畫與一般建築及
設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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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綠色永續的發展趨勢，蘇澳港檢視與擬訂發展策略，順應客輪觀光
及地方經濟的發展需求，貼近時代的脈動，轉型港埠觀光及打造經濟水岸，
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為藍圖，刻劃綠色永續港口。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近年全球能源版圖正逐漸發生變化，蘇澳港領先
時勢，營造生態池水資源回收再利用、廣納綠能加值型物流港、疏浚土方回
填工程，成為推動綠港政策的一環，還能夠配合客運及觀光遊憩發展，與地
方政府、業者及社區合作，帶動港市永續發展，營造永續目標達到雙贏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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